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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9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  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勳副校長(兼台南分部

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念夏主任秘書、盧鴻興教務長、

黃美鈴學務長、黃世昌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陳冠能國際長(安華正

組長代理)、理學院陳永富院長、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資訊學院陳志

成院長、工學院韋光華院長、管理學院鍾惠民院長、人文社會學院張

翼代理院長、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院長、客家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

科技法律學院張文貞院長(王敏銓教授代理)、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曾

煜棋院長(張明峰副院長代理)、圖書館袁賢銘館長、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任、學生代

表何家慈同學、學生代表劉子齊同學 

請  假：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曾煜棋代理主任、光電學院陳顯禎院長 

列  席：新校區推動小組陳俊勳召集人、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簡仁宗執行長、

策略發展辦公室溫瓌岸執行長、環保安全中心張家靖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佘曉清主任 

列席請假：台聯大林奇宏副校長、前瞻系統工程教育院周世傑院長 

紀  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一、歡迎 109年 9月 1日新任之總務處黃世昌總務長加入本校行政團隊。 

二、本校校門口樹木因感染褐根病傾倒，已緊急處理予以移除，另校門及

竹湖旁部分樹木亦同樣感染褐根病，務請加強樹木防治，避免感染持

續擴大，以確保樹木健康及維護教職員工生安全。 

三、本校綜合球館屋頂整修工程及體育館漏水修補工程、室內籃球場周邊磁

磚破損整修工程已陸續完工，另活動中心、學生宿舍第七宿舍及第八宿

舍等整修工程，亦將持續進行相關改善，期提供學生更優質之運動及住

宿環境。 

四、有關教育部推動擴充半導體、AI、機械領域系所招生名額等人才培育

計畫，本校已積極配合政策提出申請，未來將配合政策進行必要之調

整及規劃。相關領域之相關系所類別包括化學及化學工程、物理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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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理、資訊通訊科技、材料工程、電機與電子工程、機械工程、工

業工程等。未來本校除前述領域外，將擴充至科技法律、生醫工程及

人文社會等相關領域，傾力推動人才培育計畫。 

五、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作業，刻依教育部通過之合併計畫書期程順

利進行中。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紀錄（109 年 8 月 28 日召開之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業經校長核閱並傳送與會人員。 

二、教務處報告 

(一)教育部為強化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於本期校務資料庫新增「畢業

碩、博士學位論文資料統計表」，用以揭露各系所聘請「獲有博士

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

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等特殊條件口試

委員人數比率，爰請各系所彙整統計 108 學年度畢業生之論文口

試委員資料，請於 109年 9月 30日前回覆，俾利填報。未來遴薦

口試委員時，亦請務必符合學位授予法之規範。 

(二)催繳成績：請老師們儘速繳交暑修成績及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

記「I」(Incomplete)之成績。 

(三)New e3 數位教學平台：因應教育部開放境外生返台的政策，數位

內容製作中心統整境外生(包含僑生、外籍生及陸生)的修課清

單，若有未能及時返校實體上課之境外生，如因該國政策無法回

台或尚在防疫旅館進行隔離的學生，將協調授課老師進行遠距教

學並提供教師軟硬體協助。 

(四)請各學系提醒教師進行導生選課輔導：109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之

相關時程如下，將請各學系提醒教師可至「全人教育系統-全方位

導師服務功能」，查詢導生、指導的學生之選課狀況，進行選課之

輔導，該功能並可同時寄信件給學生。 

1、開學加退選為 109年 9月 14日至 9月 28日(最後選課截止為 9月

28日上午 9時) 

(1)選課時間：每天上午 11時至次日 9時止。 

(2)系統分發：每天上午 9時至 11時進行有人數上限課程之選課隨機

分發。 

(3)學生選課以網路為主，若遇特殊課程（人數限制、系所限制），無

法於網路直接加退選時，可填寫書面「網路選課加退選處理表」。 

https://secretariat.nct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0/09/adm109-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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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年 9月 28日至 30日（開學第三週）：學生書面逾期加退選（逾

期加退選申請表）及老師選課輔導（選課輔導單）。 

(五)109 年教學奬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109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中

午 12時 10分至 14時假交映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敬邀全校師生蒞

臨觀禮。 

(六)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已於 109 年 8 月 23 日完成辦理「區域基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論

文工作坊」，共 33人參與，藉由講解教學論文撰寫的技巧與實作，

提升教學實踐論文撰寫力。 

2、已於 109 年 8 月 24 日及 8 月 25 日與教育部專案辦公室共同舉辦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08 年成果發表會(工程、數理、社會學門)，

共計 424人次參與，提供計畫執行教師交流討論互動平台。 

(七)新進教師營: 已於 109 年 9 月 3 日及 9 月 4 日完成辦理新進教師

研習營，共計 117 人次參與，安排行政單位宣導與教師相關之業

務，及資深教師分享創新教學、師生互動、教學方法等經驗。 

(八)為使本校學生瞭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

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凡本校之學生（含在職專班、碩博班），皆

必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學習平台完成「學

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測驗。詳細資訊請參考學生學術倫理專

區：http://ctld.nctu.edu.tw/?page_id=327。 

(九)本學期「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為 109 年 9 月 28 日至 9 月 30

日：本校一般生碩士及博士(不含專班)若修課符合免收學分費條

件者，得申請辦理。 

(十)出版社:麗文書店(交大店)將於 109年 9月中旬開幕，出版社在書

店設置專區寄售出版品及紀年品文具等，並於店內裝設多媒體互

動設備，待開幕前完成設備媒體推播內容的上架。推播內容主要

有 Youtube、Podcast影音內容及數位教材試播。 

主席裁示：為配合教育部強化學位論文品保機制之相關措施，請本校

各教學單位轉知各系所指導教授，務必遵守相關規範及保

存各項實驗資料。另請學校相關單位研議指導教授指導學

生人數限額之問題，並課予指導教授強化論文指導之責

任，以確保學位論文品質及避免發生論文涉及抄襲、造假、

代寫等爭議。 

 

http://ctld.nctu.edu.tw/?page_id=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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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處報告 

(一)109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輔導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各單位

師長們指導、學生聯合會及各系系學會推薦熱心服務的輔導學長

姐，在新生入學輔導週帶領新生完成各項學習活動，做好開學各

項準備工作。 

(二)課外組於 109年 9月 9日至 9月 22日辦理系列迎新活動如「社團

博覽會」，共 70餘個學生社團聯合展出、「社團表演」邀請熊仔、

曾沛慈、關施敏、老破麻等藝人及本校學生社團共同演出、「名

人演講」邀請二師兄及 HowHow蒞臨，營造豐富熱鬧的校園活動氛

圍，展開大學新生活。 

(三)為強化學生校園生活安全意識，109年 9月 14日至 20日開學第一

週即規劃辦理「交通安全週」相關活動，深耕交通安全觀念；另

友善校園宣導活動更結合新生入學輔導暨開學典禮實施，持續加

強辦理反詐騙、防失竊、反霸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校園法治

宣導等活動，運用問卷、抽獎及連署簽名加強認知，永續校園安

全環境。 

(四)109學年大學部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獲獎情形為金竹獎 79人、

銀竹獎 20人、銅竹獎 1人，實際報到入學者為金竹獎 19人、銀

竹獎 9人、銅竹獎 1人。獎學金金額：金竹獎每人 125,000元、

銀竹獎每人 75,000元、銅竹獎每人 25,000元，獎學金金額計

3,075,000元，業於新生開學典禮頒獎，刻正辦理獎學金核發入帳

事宜。 

(五)109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主題為「刺刺又軟軟～

小刺蝟的心靈柔軟度訓練」，預計規劃 9場次活動，幫助師生學

習人際間的良好溝通方式與人際互動模式，化解與調適衝突所帶

來的情緒、行為效應。全系列活動於 9月 14日(星期一)開放線上

報名：https://counactivity.nctu.edu.tw/activities/ ，詳

細活動場次如附件 1(P.13~P.15)。 

(六)資源教室 

1、109學年度資源教室新生共計 16人，大學部 10位，研究生 6位。 

2、109年 8月 14日辦理奈米系 ISP(個別化支持計畫)個案會議。 

3、109年 9月 7日(星期一)辦理資教迎新工作坊-迷走交大。 

4、109年 9月 8日(星期二)中午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轉銜暨安

置會議)。 

5、109學年度上學期資源教室活動，以「人際與學習」為目標，規

https://counactivity.nctu.edu.tw/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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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10場活動及 3場會議，增進特殊教育需求同學社交互動及學習

技巧，協助學習與校園適應。 

四、總務處報告 

(一)重要及近期工程進度報告 

1、浩然圖書資訊中心空間整修統包工程：已於109年5月6日核定基本

設計，8月27日經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工作小組會議審議通過設計

內容。統包商於9月4日提送細部設計修正第4版預算書圖經專案管

理廠商於9月7日提送審查意見，已於9月10日完成會議審查，預計9

月下旬核定細設後辦理開工事宜。 

2、九、十宿舍廁所公共空間改善工程：已於109年7月6日決標，8月1

日開工，目前進行給排水管等配管工程，預計12月中旬完工。 

3、綜合球館屋頂整修工程：目前戶外部分正施作屋頂版簷口收邊、山

牆收邊、鋼樑包覆、鋼柱包覆、天溝排水管銜接等；室內部分施作

配電、油漆、門窗腳料補強等，預計10月下旬完工。 

4、本校「桃園青埔全球校區」推動進度：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之可行

性評估(修正版)業經109年8月13日召開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會議

決議修正後原則通過。 

5、工四館東西側廣場周邊景觀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於109年8月25

日開標(第4次上網)，因無廠商投標無法決標，預計邀集監造單位

等續行工法與預算之檢討確認後，再行辦理上網公開招標作業。 

(二)為推動「新版公文簽核及檔案管理系統」本處協助代辦自然人憑證

說明 

1、導入自然人憑證進行線上簽核說明 

(1)依據「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參、線上簽核等各項規定，

文書採線上簽核者應採用電子認證之安全管控措施並符合電子簽

章法之規定。且經統計，目前全國約計95%機關學校電子公文系統

均導入憑證，又自然人憑證簽核已廣泛運用於報稅、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等。 

(2)因合校後電子公文系統決議優先採用陽明大學之電子公文系統，該

校導入自然人憑證電子簽章已有8年，每年均依「檔案法」、「文

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等相關法規，執行電子檔案封裝檢

測、電子檔案稽核作業及電子檔案清查、技術鑑定等作業，有效管

理電子檔案安全性、完整性及可及性。 

2、由本校代辦申請自然人憑證者，需由申請人逕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

心網頁(連結網址：https://moica.nat.gov.tw/rac_form.html)

https://moica.nat.gov.tw/rac_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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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資料並列印出條碼格式後，併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於本(109)

年9月23日(星期一)前逕送文書組收件。 

3、製卡完成後，戶政單位將分二梯次擇期派員至本校發放(時間另行

通知)，由當事人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親領(不可代理)，如當事人

於指定期日未能親自領取，請自行前往新竹市東區戶政事務所領

取。 

4、逾收件日期或辦公地點位於外縣市同仁，請就近前往該縣/市戶政

事務所申辦後，並限期於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前將收據執回文

書組辦理核銷，逾期歉難受理。 

5、自然人憑證嗣後如屆期滿，依內政部規定需由當事人線上或臨櫃辦

理展期，本校歉難代辦，特此說明。 

6、以上訊息，以109年9月3日交大總文字第1091010460號函通知各單

位知照辦理，並以全校性電子郵件通知各位同仁外，同時置放本處

文書組網頁供同仁參考。上開各事項辦理期限並請注意配合。 

 (三)餐廳及賣場重新招租辦理進度 

1、學生活動中心2樓書局：由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已核

准109年8月1日至8月31日進場施工，訂於9月10日辦理驗收作業，

俟確認驗收合格及完成營業前資料審查無誤後，預計9月14日開學

日起營業。 

2、第一餐廳美食街場地出租案：109年8月13日評選出1家優勝廠商，9

月3日依評選會議紀錄內容進行議約；惟雙方未達成共識，議約不

成廢標。刻正重新檢視招標規範，預計9月下旬進行第2次招商公

告。 

3、第二餐廳3樓自助餐區場地出租：109年7月第1次招商因廠商評選未

達評分標準廢標；109年8月5日及8月26日分別開第2次、第3次資格

標，皆無廠商投標流標。經評估因場地位於3樓可能影響來客量，

且硬體設備狀況較差，有意願廠商考量投入成本過高故未投標，將

招標規範進行部分修改後，9月2日進行第4次招商公告，預計9月23

日開資格標。刻正同步評估由學校進行部分整修之可行性及經費。 

4、第二餐廳3樓A區場地出租案：經評選結果由登峰有限公司得標，履

約期限自109年5月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該公司因施工設計圖自

109年6月中旬迄今，經本校履次催辦後尚未完成修正，故本校於8

月28日採雙掛號發函通知該公司，限期檢附修正後之設計施工函復

本校，逾期將依契約規定處以違約金，及後續將進行終止契約等程

序。另亦於9月初致電該公司委託之設計師，請其儘速提送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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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四)109年度光復校區廢棄腳踏車拖吊及認領作業 

1、預計於109年9月11日起公告進行相關作業，請本校教職員生於109

年9月27日至10月11日期間密切留意權屬腳踏車停放位置及是否

被張貼拖吊單，如非屬廢棄腳踏車則請車主撕掉拖吊單，避免車

輛被當成廢棄物處理。後續工作時程為：10月12日至10月20日進

行拖吊工作；開放領取時間：學生10月26日至10月28日、教職員

工10月27日至10月28日。 

2、詳細作業時程及辦理方式，將發布於校園公告及發全校電子郵件

通知，另請學聯會粉絲專頁刊登相關資訊，相關細節請參閱事務

組網頁。 

(五)博愛校區新設校車站點 

1、本校光復-博愛路線交通車，原於博愛校區僅有竹銘館前1處站點

，為便利師生，經選定於實驗動物中心前新設校車站點，目前已

完成賢齊館前草地區石板鋪設及照明設備，校車站牌增置於109年

9月9日完工，預計9月14日開始提供師生服務。 

2、相關訊息將發布於校園公告及發全校電子郵件通知，亦可參閱事

務組網頁訊息公告及表單下載之「交通資訊」。 

五、研究發展處報告 

(一)活動訊息 

有鑑於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舒緩，謹訂於 109年 10月 8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40 分舉辦「109 年度教師榮獲重要學

術獎表揚茶會」暨「第十五屆產學技術交流卓越貢獻獎」、「第二

十四屆科林論文獎」及「第一屆方賢齊先生 BioICT論文獎」頒獎

典禮，今年教師獲獎成果斐然，共計近 100人次受邀表揚及領獎，

感謝各院老師積極爭取各項重要學術獎項，為校爭光。 

(二)計畫徵求訊息 

1、科技部與經濟部 110-113 年度「尖端地層下陷防治技術研發」合

作計畫受理申請：科技部與經濟部合作推動尖端地層下陷防治技

術相關研究，以濁水溪沖積扇彰雲地區為主要研究範圍，進行包

含地下水環境補充調查及資料分析與應用、地層下陷檢監測技術

提升、地層下陷機制分析及預警管理、海水入侵定義及範圍界定

等 4 大議題研究，希冀以學理為基礎，研發新一代地層下陷防治

技術，提供政府決策參考，以期達成 112 年雲林地區年下陷量降

至 4 公分以內之目標。校內截止日至 109 年 10 月 15 日止，其他

https://www.ga.nctu.edu.tw/general-division/news


 8 

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徵求公告及相關附件，或可至科技部自然

司網頁之公告事項查詢下載。 

2、科技部 2021年臺英（MOST-BOT）群英計畫受理申請：為鼓勵臺灣

與英國雙方研究人員(包括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在六大科技發

展趨勢[精準健康、半導體、數位轉型、衛星及太空(AI、5G、6G

的新世代網路）、資訊安全、前瞻網路建設]及 5+2產業創新(智慧

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

循環經濟)等領域，與英國大學校院、公立研究機構、創新中心及

相關產業部門等，進行為期 2 至 6 星期短期研究訪問或舉辦雙邊

學術研討會，以提高雙方研究人員的科研能力，進而發展國際合

作關係參與國際大型計畫。校內收件日為 109 年 10 月 21 日，其

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徵求書，亦可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3、教育部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110年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並公開徵求補助計畫：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為鼓勵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以提升資源

回收成效，降低污染排放，依該署「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

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執行要點」，訂定此計畫申請須知。校內截止

日至 109年 9月 15日止，相關資料及表格請至該署資源回收網站

「最新消息」連結處查詢下載。 

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0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公開徵求研究

計畫書：本案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科技施政目標「國人重大傳染病

防治卓越科技發展研究」及「精進防疫一體傳染病智慧防治技術」

發展主軸，並依當前傳染病流行現況與防疫政策發展等需要，擬

規劃進行各項疫病防治政策及創新檢驗技術之研究發展，並探討

傳染病防治機制等，透過科技研究計畫，制定健康促進為導向之

政策，以提升防疫服務品質。校內截止日至 109年 9月 23日止，

計畫需求說明書等資料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

詢下載。 

六、 國際事務處報告 
(一)本校擬簽署下表合約，本校簽署單位、締約學校、合約種類及效

期等表列如下： 

本校簽署單

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效期 

NCTU 英國 
雪菲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簽] 校級學術交流合約書(另參國際事務處

報告附件(附件 1，p.1-p.5) 
5 年 



 9 

本校簽署單

位 
國家(地區)/校名 合約名稱 效期 

NCTU 韓國 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 

[原已簽署] 校級學術交流合約書(No due)；校

級交換學生合約書(將於 2020/10/29 到期) 
 
[續簽] 校級交換學生合約書(另參國際事務處

報告附件(附件 2，p.6-p.10) 

No 
due 

 

(二)因考量境外生來臺檢疫期間所需費用頗為可觀，業依本校防疫工

作小組第 8次會議決議訂定返臺境外生防疫補助金實施規定並編

列相關補助經費以減輕同學負擔。該規定適用對象為經本校報部

且檢核通過來臺之境外生，補助方式及申請應檢附資料等，詳請

參閱附件 2(P.16~P.18)。 

(三)業於 109 年 8 月 29 日辦理 MIT-NCTU 暑期實習計畫閉幕式暨成果

發表會，邀請合作企業台積電及玉山銀行代表、本校遠距指導教

授、MIT學生及本校禮賓大使學伴共襄盛舉，共計 25人出席。本

實習計畫自 6 月 22 日開始執行，為期 2 個多月，終於在 8 月底

劃上完美句點。3 位 MIT 學生順利來臺，分別於台積電及玉山銀

行進行專業實習；此外，有 6 位 MIT 學生以遠距方式，在本校 6

位熱心的教授指導下，完成實驗室實習。閉幕典禮中，企業代表、

教授及實習學生，都充分表達對此計畫之肯定，以及對於未來的

期待與展望。未來將朝擴大辦理此實習專案之方向進行，深化本

校與世界知名學府之連結，同時培育企業所需之國際化人才，創

造多贏局面。 

(四)本處陳冠能國際長與金孟華副國際長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一門 2學分演講通識課「探索世界：交大人所應具備的國際觀」，

此課程邀請 10 位具國際實務經驗之講者、規劃 3 次校外參訪行

程（包含 AIT及韓國觀光公社），並將安排本校學生分享出國學

習經驗。為共享課程資源，本課程將開放 4堂課供有興趣之教職

員生旁聽，且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前述開放旁聽之講者

包含前 AIT處長（現任陽明大學副校長）司徒文教授、前臺灣大

學國際長（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國際交流特別顧

問）張淑英教授、「看見台灣基金會」陳文堂執行長，以及作家

與旅行家謝哲青等專家學者，報名方式將於課程開始前兩週內公

告周知，歡迎有興趣教職員生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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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書館報告 

(一)106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典藏交大的學位論文公開情況如下表： 

畢業學年度 論文總數 
紙本立即公開 電子公開 

數量 比率 數量 比率 

108 2380 1156 49% 1966 83% 

107 2455 1400 57% 1973 80% 

106 2390 644 27% 1846 77% 

 

(二)圖書館大廳藝文展 

圖書館於 9月 2日至 9月 29日在大廳展出易錦賢油畫展，此次共

展出 24幅畫作，油畫作品的主題為擴散 2020，在古典脈絡裡加上

個人風格，將生活具象化並融入自己的投射。運用作品的肌理，

回歸簡練的手法，表達層層堆疊的情感，歡迎大家蒞臨欣賞。 

八、人事室報告 

有關教育人員、公務人員及軍職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現行為

12%，自110年1月1日起每年調升1%，即自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13%，

自111年1月1日起調整為14%，自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15%，業經行政

院、考試院公告。 

主席裁示：請本校各學院及單位務必確實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

費，近期將檢核各單位經費使用情形，預定分二階段收回未規

劃經費，尤其如有國外採購計畫之經費項目，請務必掌握時效，

並於年度內完成核銷。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則」第四點修正案。(高教深

耕計畫辦公室提) 

說  明： 

一、109年 8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將提高本校「科

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基於資源分配

之衡平原則，擬修正「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

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 

二、本經費使用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擬自 109年 10月 1日實施。 

三、本次修正重點係於現行使用細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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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支給兼任助理工作費，同一人員可同時於不同深耕各子計

畫擔任兼任助理，合計以 1萬元為限」之文字。 

五、檢附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則」第四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3，P.19~P.3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修正案，請討論。(人文社會學院

提)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 月 9 日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109 年 3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函及

109 年 6 月 23 日高評字第 1091000818 號函辦理(附件 4，

P.32~P.34)。 
二、因本校屬於自評單位。為因應新一週期 107 年及 108 年度大學校院

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要求，故修正之。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4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0 次中心會

議通過以及 109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人文社

會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通過(附件 5，P.35~P.36)。 

四、檢附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全文(附件 6，P.37~P.4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草案，請討論。(人文社會學

院提)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 月 9 日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109 年 3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函及

109 年 6 月 23 日高評字第 1091000818 號函辦理(附件 4，

P.32~P.34) 。 
二、因本校屬於自評單位。為因應新一週期 107 年及 108 年度大學校

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要求，故新增之。 
三、本案業經 109 年 4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0 次中心

會議通過以及 109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人

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通過(附件 5，P.35~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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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

文(附件 7，P.43~P.5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擬與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請討論。(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校與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促進產學合作，提升學術水準，

同意就學術交流、研究合作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擬簽訂「學術

交流與合作協議書」，協議書草案如附件 8 (P.51~P.52)。 

二、本協議為雙方之備忘錄，未來合作如涉及產學研究合作、專題研

究合作等，將另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未來若有涉及合聘教師事

宜，將依本校「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與企業合聘教師試行要點」

(附件 9，P.53)與「國立交通大學與企業合聘教師合聘準則」辦理

(附件 10，P.54)。 

三、本議案通過後將辦理合作協議書用印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時 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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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上學期全校性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活動

形式 

主題 講師 時間／地點 

全校 

講座 

世代共好－活出年齡的價值 林宗憲(搖滾爺奶

創辦人) 

10/14(三) 15:30-17:20 

電資大樓 1F第四會議室 

哲出看不見的線－言論自由

與網路霸凌的界線 

朱家安(哲學哲學

雞蛋糕站長) 

10/28(三) 13:20-15:10 

工程三館 122教室 

衝突過後，我們還能沒事嗎？

－談關係的理解與修復 

海苔熊(科普心理

學家) 

11/18(三) 15:30-17:20 

電資大樓 1F第四會議室 

輔導

知能

研習 

邁向互動的真實與一致－薩

提爾模式溝通知能增進講座 

洪錫璁(薩提爾模

式諮商師及認證督

導) 

11/04(三) 13:20-15:10 

電資大樓 1F第一會議室 

教職

員工

作坊 

攀出家庭心關係－親子 fun

電攀樹營 

陳品蓁(體驗教育

講師) 

10/24(六) 13:30-16:30 

活動中心後方樹林 

學生 

工作

坊 

玩夢、完夢：完形夢工作坊 陳亭宇(國立交通

大學專任諮商心理

師) 

10/17(六) 13:30-17:30 

活動中心 2F團體諮商室 

遊出新關係－解密人際維

基，化解人際危機 

鄒博全(啟點文化

公司專業桌遊推廣

師) 

11/28(六) 13:30-16:30 

圖書館 B1殷之浩空間 

為生命創作一棵療癒的樹：金

屬編織手作坊 

白于仙(諮商心理

師) 

12/05(六) 13:30-16:30 

活動中心 2F團體諮商室 

校園 

大活

動 

小刺蝟的失物招領－找回遺

落的自己 

10月初～11月中 校園各角落設有關卡，依序完成任

務，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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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本學期活動行事曆 

活動 主題 時間 地點 對象 

工作坊 迷走交大-新生轉銜

工作坊 

09/07(一) 14:00-16:00 活中 2樓大團

體室 

資源教室師生 

情感交流 歡樂迎新-芝心披薩 10/14(三) 18:00-21:00 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師生 

來去野餐-知心土司 11/11(三) 12:00-13:00 

溫補養氣-滋心粥品 12/16(三) 18:00-21:00 

生涯學習 心智圖記憶思考力訓

練 

10/18(日) 09:00-16:00 活中 2樓會議

室 

資源教室師生 

科技輔具時間管理術 11/09(一) 18:00-20:00 資源教室 

特教宣導 擺攤活動-認識隱性

障礙 

10/27-29  12:00-13:00 交大校園 全校師生 

電影賞析 你會在哪裡嗎？ 11/26(四) 18:00-20:00 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師生 

海邊的曼徹斯特 12/03(四) 18:00-20:00 全校師生 

阿達一族 12/10(四) 18:00-20:00 資源教室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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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資源教室期初會議 09/23(三) 12:00-13:00 課外組會議室 資源教室師生 

資源教室期末會議 12/09(三) 12:00-13:00 資源教室師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10(二) 12:00-13:00 特推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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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9 學年度返臺境外生防疫補助金實施規定 

一、 本規定適用對象： 

1. 經本校報部且檢核通過來臺之境外新生。 

2. 109 年 7月 1日(含)以後入境且已註冊完成之境外舊生及應屆畢業生。 

3. 自 109年 3月 17日起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三及國家或

地區，返國後接受檢疫者不得領取防疫補助金。 

4. 須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實施防疫之措施。 

 

二、 防疫補助方式(可參考附件一、簡易圖示)： 

1. 來臺後入住防疫旅館但不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之學生，可申請交大補助金$10,000元。 

2. 來臺後入住防疫旅館且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之學生，可申請交大補助金$3,000元。 

3. 來臺後入住校內防疫宿舍但不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之學生，可申請交大補助金$3,000元。 

4. 來臺後入住校內防疫宿舍且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之學生，本校將提供機場到校內防疫宿

舍之車資補助。 

 

三、 申請期間： 

1. 109年 7月 1日(含)起至 110年 06月 30日止。 

 

四、 申請應檢附資料： 

1. 申請書(可參考附件二)。 

2. 申請人之居留證或護照正反面，大陸地區同學持入出境許可證正反面。 

3. 玉山銀行或中華郵政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五、 補助經費預算：本校自籌防疫經費。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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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防疫補償方式簡易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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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交通大學 109學年度返臺境外生防疫補助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系所／年級  

居留證號/護照

號/入出境許可

證號 

 
手機 

 
E-mail 

 

帳戶資訊(請擇

一勾選填寫) 

☐郵局帳號               

☐玉山銀行帳號              -- 

防疫補助方式 

☐來臺後入住防疫旅館但不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申請交大補助金$10,000 元。 

☐來臺後入住防疫旅館且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申請交大補助金$3,000 元。 

☐來臺後入住校內防疫宿舍但不可申請政府防疫補償金，申請交大補助金$3,000 元。 

 

 

居留證/護照/入出境許可證影本黏貼處 

 

 

 

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以上資料正確無誤，填表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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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則第四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計畫經費使用範圍及原

則： 

(一)本計畫補助之經費，

係為提升學校整體教

學及研究水準；其使

用範圍如下： 

1.學生學習、輔導、

國際交流及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等相關

費用。 

2.購置教學、研究所

需之圖書儀器。 

3.與教學直接相關校

舍建築之修繕，以

第一部分主冊計畫

及第二部分全校型

計畫補助經費之百

分之十為限。 

4.辦理國際學術交

流。 

5.於學校編制外，聘

任國內外知名學

者、專家、技術人

員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擔任特聘職教授

人員及編制外計畫

管理人才之薪資。 

6.提供編制內教師

（包括研究人員及

專業技術人員）除

本俸、學術加給及

主管職務加給以外

之經費。 

7.聘任編制外專案工

作人員之薪資。 

8.教師因執行計畫之

需要，協助教材或

教案研發，學校應

四、本計畫經費使用範圍及原

則： 

(一)本計畫補助之經費，

係為提升學校整體教

學及研究水準；其使

用範圍如下： 

1.學生學習、輔導、

國際交流及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等相關

費用。 

2.購置教學、研究所

需之圖書儀器。 

3.與教學直接相關校

舍建築之修繕，以

第一部分主冊計畫

及第二部分全校型

計畫補助經費之百

分之十為限。 

4.辦理國際學術交

流。 

5.於學校編制外，聘

任國內外知名學

者、專家、技術人

員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擔任特聘職教授

人員及編制外計畫

管理人才之薪資。 

6.提供編制內教師

（包括研究人員及

專業技術人員）除

本俸、學術加給及

主管職務加給以外

之經費。 

7.聘任編制外專案工

作人員之薪資。 

8.教師因執行計畫之

需要，協助教材或

教案研發，學校應

一、因 109 年 8 月 28 日行政

會議通過將提高本校「科

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

表」，基於資源分配之衡

平原則，擬修正「國立交

通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經費使用細則」第四點

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刪

除原先依據「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

費用支給標準表」並新增

「碩士生支給兼任助理

工作費，同一人員可同時

於不同深耕各子計畫擔

任兼任助理，合計以 1萬

元為限」之文字。 

二、其餘為文字修正。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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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支給規定或標

準，始得編列相關

費用。 

(二)本計畫經費不得支用

於下列項目： 

1.經常性維運性質之

修繕經費、新建校

舍工程建築、建築

貸款利息補助及附

屬機構。 

2.一般行政事務性設

施（如書櫃、辦公

桌椅、冰箱、沙發、

茶几、咖啡機等）。

但用以提升學生學

習品質之教室、空

間修繕，不在此限。 

3.附屬機構、分部、

分校及園區之土地

取得及建築設施所

需費用。 

4.原已獲行政院或本

部核定建築工程，

並承諾由學校校務

基金支應者。 

5.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程、新增工程之自

償性建築設施、體

育設施及餐廳。 

6.本計畫之主持費

用、學校管理費（包

括水電費、電話

費、燃料費及一般

行政事務設備之維

護費用）及內部場

地費，但內部場地

有對外收費，且供

辦理計畫使用者，

不在此限。 

7.教育部補助各機關

人員之出席費、稿

費、審查費、工作

費、引言人費、諮

詢費及加班費。但

出席費、稿費、審

訂定支給規定或標

準，始得編列相關

費用。 

(二)本計畫經費不得支用

於下列項目： 

1.經常性維運性質之

修繕經費、新建校

舍工程建築、建築

貸款利息補助及附

屬機構。 

2.一般行政事務性設

施（如書櫃、辦公

桌椅、冰箱、沙發、

茶几、咖啡機等）。

但用以提升學生學

習品質之教室、空

間修繕，不在此限。 

3.附屬機構、分部、

分校及園區之土地

取得及建築設施所

需費用。 

4.原已獲行政院或本

部核定建築工程，

並承諾由學校校務

基金支應者。 

5.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程、新增工程之自

償性建築設施、體

育設施及餐廳。 

6.本計畫之主持費

用、學校管理費（包

括水電費、電話

費、燃料費及一般

行政事務設備之維

護費用）及內部場

地費，但內部場地

有對外收費，且供

辦理計畫使用者，

不在此限。 

7.教育部補助各機關

人員之出席費、稿

費、審查費、工作

費、引言人費、諮

詢費及加班費。但

出席費、稿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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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費屬研究性質

者，由學校訂定相

關規範及支用原則

後，得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之計畫彈性經費支

用規定辦理。 

8.學校於招生（包括

國內及境外學生）

時所提供入學之各

項公費或獎助學

金。 

9.學校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特殊優秀教師

及研究人員，其於

教學、研究、服務

各面向之績效，經

學校校內審核機制

及組成審查委員會

評估績效卓著者，

得獲彈性薪資，但

不得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單篇研究論文

之彈性薪資（包括

獎勵金）。 

10.本校開立之自行收

納統一收據不得於

本計畫報支。 

11.不得支應大陸籍學

生工作費及獎學

金。 

12.一案不得與教育部

其它計畫(非深耕

計畫)分攤。 

(三)本計畫經費使用編列

原則如下： 

1.人事費編列原則 

(1)編制內延攬人才

之給與：編制內

教師（含研究人

員及專業技術人

員）除本俸、學

術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以外之給

查費屬研究性質

者，由學校訂定相

關規範及支用原則

後，得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之計畫彈性經費支

用規定辦理。 

8.學校於招生（包括

國內及境外學生）

時所提供入學之各

項公費或獎助學

金。 

9.學校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特殊優秀教師

及研究人員，其於

教學、研究、服務

各面向之績效，經

學校校內審核機制

及組成審查委員會

評估績效卓著者，

得獲彈性薪資，但

不得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單篇研究論文

之彈性薪資（包括

獎勵金）。 

10.本校開立之自行收

納統一收據不得於

本計畫報支。 

11.不得支應大陸籍學

生工作費及獎學

金。 

12.一案不得與教育部

其它計畫(非深耕

計畫)分攤。 

(三)本計畫經費使用編列

原則如下： 

1.人事費編列原則 

(1)編制內延攬人才

之給與：編制內

教師（含研究人

員及專業技術人

員）除本俸、學

術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以外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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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得依本校「延

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

暨獎勵補助支應

原則」辦理。 

(2)編制外延攬人才

之薪資：編制外

客座專家之薪

資，得參照「科

技部補助延攬客

座科技人才作業

要點」辦理。各

級約聘研究人

員、約聘專案教

學人員及助教之

薪資得依本校

「專案教學人員

及約聘助教薪資

明細表」給與薪

資，博士後研究

人員薪資標準依

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博士後

研究人員聘任要

點」辦理。 

(3)計畫專案經理或

計畫專業執行長

之薪資：本計畫

進用計畫專案經

理或計畫專業執

行長之薪資應比

照本校產學合作

經營管理專業經

理人進用及管理

辦法辦理。 

(4)編制外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之薪

資：本計畫進用

專任助理之薪資

應比照本校約用

人員給薪標準，

以學歷敘薪及提

敘。另為延攬產

業界優秀人才進

駐本校，聘任計

與，得依本校「延

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

暨獎勵補助支應

原則」辦理。 

(2)編制外延攬人才

之薪資：編制外

客座專家之薪

資，得參照「科

技部補助延攬客

座科技人才作業

要點」辦理。各

級約聘研究人

員、約聘專案教

學人員及助教之

薪資得依本校

「專案教學人員

及約聘助教薪資

明細表」給與薪

資，博士後研究

人員薪資標準依

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博士後

研究人員聘任要

點」辦理。 

(3)計畫專案經理或

計畫專業執行長

之薪資：本計畫

進用計畫專案經

理或計畫專業執

行長之薪資應比

照本校產學合作

經營管理專業經

理人進用及管理

辦法辦理。 

(4)編制外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之薪

資：本計畫進用

專任助理之薪資

應比照本校約用

人員給薪標準，

以學歷敘薪及提

敘。另為延攬產

業界優秀人才進

駐本校，聘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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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研究助理除依

前開規定敘薪並

得特例專案簽核

校長同意其服務

年資按年採計提

敘，每滿一年提

敘一級，最高提

至本校約用人員

報酬支給表 710

薪點。 

(5)於本計畫首次聘

任之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需專案簽

核，本計畫聘任

之人員異動，需

提前 1 個月專案

簽核，避免薪津

溢領衍生之相關

問題。年終獎金

應編列於工作年

度，如 107 年年

終獎金，應於

107年 12月份經

費編列。研究（技

術）類人員應於

每年 12 月逕送

「研究(技術)人

員工作報告書」

及「博士級(以

上)研究人員績

效調查表」至本

室存查，如於聘

任期內離職者，

需於離職前繳

交。 

(6)學生擔任兼任助

理之相關權益保

障，應依專科以

上學校獎助生權

益保障指導原

則、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助理勞動

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辦理，其獎助

津貼、薪資、勞

畫研究助理除依

前開規定敘薪並

得特例專案簽核

校長同意其服務

年資按年採計提

敘，每滿一年提

敘一級，最高提

至本校約用人員

報酬支給表 710

薪點。 

(5)於本計畫首次聘

任之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需專案簽

核，本計畫聘任

之人員異動，需

提前 1 個月專案

簽核，避免薪津

溢領衍生之相關

問題。年終獎金

應編列於工作年

度，如 107 年年

終獎金，應於

107年 12月份經

費編列。研究（技

術）類人員應於

每年 12 月逕送

「研究(技術)人

員工作報告書」

及「博士級(以

上)研究人員績

效調查表」至本

室存查，如於聘

任期內離職者，

需於離職前繳

交。 

(6)學生擔任兼任助

理之相關權益保

障，應依專科以

上學校獎助生權

益保障指導原

則、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助理勞動

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辦理，其獎助

津貼、薪資、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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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及勞工退休

金等經費需求，

得由補助經費支

應。 

碩士生支給兼任

助理工作費，同

一人員可同時於

不同深耕各子計

畫擔任兼任助

理，合計以 1 萬

元為限。 

博士生兼領深耕

計畫，支領酬

金，同一人員可

同時於不同深耕

各子計畫擔任兼

任助理，合計以

2萬元為限。 

特色領域研究中

心之碩博士生兼

領深耕計畫，支

領酬金合計依

「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兼任

助理費用支給標

準表」之同級每

月最高標準為

限。 

碩博士生兼領深

耕計畫、教育

部、科技部、工

研院、資策會及

其他計畫(民間

委 辦 計 畫 除

外)，支領酬金合

計依「科技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

兼任助理費用支

給標準表」之同

級每月最高標準

為限。 

其它未盡事宜，

依「國立交通大

學兼任人員及臨

時工管理要點」

健保及勞工退休

金等經費需求，

得由補助經費支

應。 

碩士生擔任兼任

助理得依「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兼任助理費

用支給標準表」

支給兼任助理工

作費，同一人員

可同時於不同深

耕各子計畫擔任

兼任助理，合計

依「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兼

任助理費用支給

標準表」之同級

學生獎助單元為

限。另，碩士生

兼領深耕計畫、

教育部、科技部

及其他計畫（民

間委辦計畫除

外）支領酬金合

計依「科技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

兼任助理費用支

給標準表」之同

級學生獎助單元

二倍為上限。 

博士生兼領深耕

計畫、教育部、

科技部及其他計

畫（民間委辦計

畫除外）支領酬

金合計依「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兼任助理費

用支給標準表」

之同級學生獎助

單元為限，同一

人員可同時於不

同深耕各子計畫

擔任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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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 業務費編列原則： 

(1)邀請國外（內）

傑出人士來校

短期指導訪問

及 演 講 之 補

助、研討會之補

助、工讀費、國

內差旅費、提升

教學研究所需

之耗材、軟體及

藥品等相關費

用。 

(2)本計畫邀請國

外人士短期來

臺時，其支給基

準得依「行政院

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

「科技部補助

延攬客座科技

人才作業要點」

等核支；其報酬

已包括酬金及

生活費者，不得

另外支付演講

費、諮詢費、審

查費、顧問費及

生 活 費 等 費

用，並依人事室

規定填列「國立

交通大學延聘

國外顧問、專家

及學者來臺推

展國內建設與

學術研究案件

評估檢查表」。 

(3)計畫屬研究性

質者得編列彈

性支用經費，額

度以核定計畫

總額百分之二

合計以 2 萬元為

限。 

特色領域研究中

心之博士生兼領

深耕計畫、教育

部、科技部及其

他計畫（民間委

辦計畫除外）支

領酬金合計依

「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兼任

助理費用支給標

準表」之同級學

生獎助單元為

限。 

2. 業務費編列原則： 

(1)邀請國外（內）

傑出人士來校

短期指導訪問

及 演 講 之 補

助、研討會之補

助、工讀費、國

內差旅費、提升

教學研究所需

之耗材、軟體及

藥品等相關費

用。 

(2)本計畫邀請國

外人士短期來

臺時，其支給基

準得依「行政院

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

「科技部補助

延攬客座科技

人才作業要點」

等核支；其報酬

已包括酬金及

生活費者，不得

另外支付演講

費、諮詢費、審

查費、顧問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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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計，且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五

仟元。 

3. 國外出差旅費編

列原則： 

(1)學生出國計畫應

由學校自行從嚴

審核，並於經費

表中編列國外差

旅經費，且出國

人員應依「國外

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核實報支。

出國人員得包括

執行本計畫相關

之教師、行政人

員及學生。 

(2)出國人員回國後

須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出國報

告綜合處理要

點」繳交出國報

告書與出國報告

審核表。 

(3)依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辦公室

公告之出國差旅

費申請補助流程

辦理。 

4. 設備費（資本門）

編列原則： 

(1)以提升學校整體

教學及研究之

相 關 基 礎 設

施，並依政府採

購法及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2)採購之設備應於

設備上以標籤

註記「教育部補

助」字樣，並在

財 產 帳 上 列

名，備供查核。 

(四)本計畫核銷程序依

「國立交通大學採購

生 活 費 等 費

用，並依人事室

規定填列「國立

交通大學延聘

國外顧問、專家

及學者來臺推

展國內建設與

學術研究案件

評估檢查表」。 

(3)計畫屬研究性

質者得編列彈

性支用經費，額

度以核定計畫

總額百分之二

核計，且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五

仟元。 

3. 國外出差旅費編

列原則： 

(1)學生出國計畫應

由學校自行從嚴

審核，並於經費

表中編列國外差

旅經費，且出國

人員應依「國外

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核實報支。

出國人員得包括

執行本計畫相關

之教師、行政人

員及學生。 

(2)出國人員回國後

須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出國報

告綜合處理要

點」繳交出國報

告書與出國報告

審核表。 

(3)依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辦公室

公告之出國差旅

費申請補助流程

辦理。 

4. 設備費（資本門）

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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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權責劃分表」辦

理。高教深耕計畫辦

公室及所屬研究中心

之六十萬元以下經費

核銷由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執行長及中心

計畫主持人代決院處

室中心主管及校長授

權代簽人；六十萬元

以下簽案由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或所屬控

管單位一級主管決

行，可免先行會辦；

出國差旅、聘任人員

及六十萬元以上經費

簽案請會辦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後陳核。 

(五)研究中心經費應提撥

一定比例做為學校整

體發展運用。 

(1)以提升學校整體

教學及研究之

相 關 基 礎 設

施，並依政府採

購法及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2)採購之設備應於

設備上以標籤

註記「教育部補

助」字樣，並在

財 產 帳 上 列

名，備供查核。 

(四)本計畫核銷程序依

「國立交通大學採購

案權責劃分表」辦

理。高教深耕計畫辦

公室及所屬研究中心

之六十萬元以下經費

核銷由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執行長及中心

計畫主持人代決院處

室中心主管及校長授

權代簽人；六十萬元

以下簽案由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或所屬控

管單位一級主管決

行，可免先行會辦；

出國差旅、聘任人員

及六十萬元以上經費

簽案請會辦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後陳核。 

(五)研究中心經費應提撥

一定比例做為學校整

體發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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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則修正草案 

107 年 5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 年 3 月 06 日 108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 年 5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推動並有效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乃依

據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特訂定「國立交通

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為積極推動本計畫，以達成具體績效與目標，得以任務編組組成「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推動小組」，由校長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執行長為小組成員，審議本

計畫內容、經費及議決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之重大事項，並由高教深耕計畫

辦公室統籌辦理本計畫之全校性規劃、推動、管考等相關事宜。 

三、 本計畫經費分配乃由本計畫推動小組依據執行計畫年度績效為評定基準。 

四、 本計畫經費使用範圍及原則 

（一） 本計畫補助之經費係屬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水準，其使用範圍如下： 
1. 學生學習、輔導、國際交流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等相關費用。 
2. 購置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 
3. 與教學直接相關校舍建築之修繕，以第一部分主冊計畫及第二部分

全校型計畫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為限。 
4.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 
5. 於學校編制外，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或博士後研

究人員擔任特聘職教授人員及編制外計畫管理人才之薪資。 
6. 提供編制內教師（包括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除本俸、學術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以外之經費。 
7. 聘任編制外專案工作人員之薪資。 
8. 教師因執行計畫之需要，協助教材或教案研發，得依教務處另訂之

支給規定或標準編列相關費用。 
（二） 本計畫經費不得支用於下列項目： 

1. 經常性維運性質之修繕經費、新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

助及附屬機構。 
2.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咖

啡機等）。但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空間修繕，不在此限。 
3. 附屬機構、分部、分校及園區之土地取得及建築設施所需費用。 
4. 原已獲行政院或本部核定建築工程，並承諾由學校校務基金支應者。 
5. 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新增工程之自償性建築設施、體育設施及餐廳。 



 29 

6. 本計畫之主持費用、學校管理費（包括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

一般行政事務設備之維護費用）及內部場地費，但內部場地有對外

收費，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不在此限。 
7. 本機關人員之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引言人費、諮詢費

及加班費。但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屬研究性質者，得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計畫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辦

理。 
8. 學校於招生（包括國內及境外學生）時所提供入學之各項公費或獎

助學金。 
9. 學校以本計畫經費支給特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其於教學、研

究、服務各面向之績效，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評

估績效卓著者，得獲彈性薪資，但不得以本計畫經費支給單篇研究

論文之彈性薪資（包括獎勵金）。 
10. 本校開立之自行收納統一收據不得於本計畫報支。 
11. 不得支應大陸籍學生工作費及獎學金。 
12. 一案不得與教育部其它計畫(非深耕計畫)分攤。 

（三） 本計畫經費使用編列原則如下： 
1. 人事費編列原則 

(1) 編制內延攬人才之給與：編制內教師（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

人員）除本俸、學術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以外之給與，得依本

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

辦理。 
(2) 編制外延攬人才之薪資：編制外客座專家之薪資，得參照「科

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辦理。各級約聘研究人

員、約聘專案教學人員及助教之薪資得依本校「專案教學人員

及約聘助教薪資明細表」給與薪資，博士後研究人員薪資標準

依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聘任要點」辦理。 
(3) 計畫專案經理或計畫專業執行長之薪資：本計畫進用計畫專案

經理或計畫專業執行長之薪資應比照本校產學合作經營管理

專業經理人進用及管理辦法辦理。 
(4) 編制外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薪資：本計畫進用專任助理之薪資

應比照本校約用人員給薪標準，以學歷敘薪及提敘。另為延攬

產業界優秀人才進駐本校，聘任計畫研究助理除依前開規定敘

薪並得特例專案簽核校長同意其服務年資按年採計提敘，每滿

一年提敘一級，最高提至本校約用人員報酬支給表 710 薪點。 
(5) 於本計畫首次聘任之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需專案簽核，本計畫聘

任之人員異動，需提前 1 個月專案簽核，避免薪津溢領衍生之

相關問題。年終獎金應編列於工作年度，如 107 年年終獎金，

應於 107 年 12 月份經費編列。研究（技術）類人員應於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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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逕送「研究(技術)人員工作報告書」及「博士級(以上)研
究人員績效調查表」至本室存查，如於聘任期內離職者，需於

離職前繳交。 
(6) 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勞動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辦理，其獎助津貼、薪資、勞健保及勞工退休金等經費需

求，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碩士生支給兼任助理工作費，同一人員可同時於不同深耕各子

計畫擔任兼任助理，合計以 1萬元為限。 

博士生兼領深耕計畫，支領酬金，同一人員可同時於不同深耕

各子計畫擔任兼任助理，合計以 2萬元為限。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之碩博士生兼領深耕計畫，支領酬金合計依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之同級

每月最高標準為限。 

碩博士生兼領深耕計畫、教育部、科技部、工研院、資策會及

其他計畫(民間委辦計畫除外)，支領酬金合計依「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之每月最高標準為

限。 

其它未盡事宜，依「國立交通大學兼任人員及臨時工管理要點

辦理」。 

2. 業務費編列原則： 
(1) 邀請國外（內）傑出人士來校短期指導訪問及演講之補助、研

討會之補助、工讀費、國內差旅費、提升教學研究所需之耗材、

軟體及藥品等相關費用。 
(2) 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來臺時，其支給基準得依「行政院各

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等核支；其

報酬已包括酬金及生活費者，不得另外支付演講費、諮詢費、

審查費、顧問費及生活費等費用，並依人事室規定填列「國立

交通大學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推展國內建設與學術

研究案件評估檢查表」。 
(3) 計畫屬研究性質者得編列彈性支用經費，額度以核定計畫總額

百分之二核計，且不超過新臺幣二萬五仟元。 
3. 國外出差旅費編列原則： 

(1) 學生出國計畫應由學校自行從嚴審核，並於經費表中編列國外

差旅經費，且出國人員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

支。出國人員得包括執行本計畫相關之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 
(2) 出國人員回國後須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

點」繳交出國報告書與出國報告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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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公告之出國差旅費申請補助

流程辦理。 
4. 設備費（資本門）編列原則： 

(1) 以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之相關基礎設施，並依政府採購法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2) 採購之設備應於設備上以標籤註記「教育部補助」字樣，並在

財產帳上列名，備供查核。 
（四） 本計畫核銷程序依「國立交通大學採購案權責劃分表」辦理。高教深

耕計畫辦公室及所屬研究中心之六十萬元以下經費核銷由高教深耕

計畫辦公室執行長及中心計畫主持人代決院處室中心主管及校長授

權代簽人；六十萬元以下簽案由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或所屬控管單位

一級主管決行，可免先行會辦；出國差旅、聘任人員及六十萬元以上

經費簽案請會辦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後陳核。 
（五） 研究中心經費應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學校整體發展運用。 

五、 分部、分校及園區除前條所列不得支用之項目外，得依相關程序提出補助

申請，經審查通過後補助，並依循學院體制及校內一般程序辦理核銷。 

六、 本計畫之經費收支，應由主計室設置專帳管理，其經費支出應依規定取得

合法憑證，並依會計法規年限保存相關簿籍及憑證，如有不符法令規定或

不實之支出者，除應負行政及法律責任外，所列支費用不予核銷且應全數

繳回。 

七、 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細則執行，如有未盡事宜，

得依各子計畫經費支用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或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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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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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0次中心會議暨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錄(節錄) 
 

日期：109年 4月 22日(三)中午 12:00-13:00 

主席：佘曉清主任 

出席委員：周倩教授(休假)、林珊如教授、吳俊育副教授、李漢華助理教授、孫之元教授、陳昭秀

副教授、陳鏗任助理教授、陳聖昌助理教授、陳雅君助理教授、魏群樹助理教授（按姓

氏筆劃排序） 

請假委員：劉奕蘭教授 

學生代表：黃炯中、洪瑋懋 

紀錄：林佩萱、蔡雅怡 

一、 前次會議之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審查通過洪敏峰共 10件加科登記教師證書審查申請案，已報教育部審查中。 

二、 報告事項 

三、 討論事項 

(略) 

（五） 案由：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請討論(附件 3-1，p26)。 

說明：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年 3月 26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號函辦理。 

決議：修正如附件 3-1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p26-27)。 

（六） 案由：修訂『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請討論(附件 3-1，

p28)。 

說明：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年 3月 26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號函辦理。 

決議：修正如附件 3-1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p28-32)。 

（七） 案由：修訂本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含修正對照表)，請討論(附件 3-1、3-2)。 

說明： 

1.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9年 3月 26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號函辦理。 

2. 本案經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召開認定及認可審議委員會

進行會議審議後，認定結果為「認定」，唯須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書，並於 109.5.18前回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決議： 修正如附件 3-1、3-2。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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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書面推薦審查決議(節錄) 
 

時    間：109年 7月 13日-7月 16日 

主    席：張翼副校長兼代理院長 

委    員：外文系：劉辰生主任、馮品佳老師 

傳播所：李秀珠所長、黃惠萍老師 

應藝所：陳一平所長、賴雯淑老師 

音樂所：辛幸純所長、李俊穎老師 

建築所：侯君昊所長、曾令理老師 

教育所：佘曉清所長、孫之元老師 

社文所：林淑芬所長、朱元鴻老師 

英教所：林律君所長、鄭維容老師 

紀    錄：鄭宜芳 

 

推薦審查事項： 

案由 說明 推薦審查結果 

 報告案由：【略】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案由：修正「國立交

通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辦法」 

1.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109年1月9日高評字第1091000024號

函、109年3月26日高評字第1091000390

號 函 及 109 年 6 月 23 日 高 評 字 第

1091000818號函辦理(附件1)。 

2. 因本校屬於自評單位，為因應新一週期

107年及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要求，故修正之。案

經108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10次中心

會議通過(附件2)。 

3. 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

草案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

附件3。 

截至傳閱截止時間，

收回 13份回覆意見

（共18名代表），全

數同意本案。 

 提案單位：師培中心 

 案由：新增「國立交

通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施行細則」 

1.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109年1月9日高評字第1091000024號

函、109年3月26日高評字第1091000390

號 函 及 109 年 6 月 23 日 高 評 字 第

1091000818號函辦理(附件1)。 

2. 因本校屬於自評單位，為因應新一週期

107年及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要求，故新增之。 

3. 案經108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10次中

心會議通過，見附件2。 

4. 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

細則如附件4。 

截至傳閱截止時間，

收回 13份回覆意見

（共18名代表），全

數同意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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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辦法 

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

評鑑辦法 

一、修正法規名稱。 

二、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 月 9 日

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國立交

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

鑑辦法，建議修改為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辦法。計畫書及

條文中相關文字請配合一併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五

條規定及大學評鑑辦法、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作業要點、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

計畫而訂定之，旨在提昇本校

師資培育之教學品質及檢討改

善之參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五

條規定及大學評鑑辦法、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作業要點、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

計畫而訂定之，旨在提昇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之教學品質及檢討改善之

參考。  

一、修正規定。 

二、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 月 9 日

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國立交

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

鑑辦法，建議修改為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辦法。計畫書及

條文中相關文字請配合一併

修正。 

三、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年 3月 26日

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師資培

育評鑑是評鑑師資培育大學

整體師資培育的運作，不是

師資培育中心所屬單位的事

務而已。評鑑法規及計畫書

中之「本中心」用詞，宜依

前述觀念調整為適當用詞。 

 

第二條  自我評鑑以每四至六年

評鑑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視

需要予以調整。 

第二條  自我評鑑以每四至六年

評鑑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視

需要予以調整。 

本條文未修正。 

第三條  為推動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工作，本校分別成立「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以及「自我

第三條  為推動本中心自我評鑑

工作，本校分別成立「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以及「自我評鑑

一、修正規定。 

二、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月 9 日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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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規劃委員會」。 

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專任教

師以及行政人員共同組

成，負責擬定及執行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於評鑑完

成後召開檢討會議，並擬

定及執行自我改善計畫

等。 

二、「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

長擔任，委員會成員包括

教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校內外專家學者等五

至七人組成，其中校外委

員應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提請校長敦聘之。負

責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及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提供自我評鑑必要諮詢、

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

源、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申復相關事宜、審議實

地訪視評鑑委員與觀察員

名單、審議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改善計畫。唯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於本委員會審

議申復、實地訪評委員及

觀察委員名單及結果審定

時應迴避。 

規劃委員會」。 

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專任

教師以及行政人員共同組

成，負責擬定及執行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於評鑑完

成後召開檢討會議，並擬

定及執行自我改善計畫

等。 

二、「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

長擔任，委員會成員包括

教務長、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校內外專家學者等五至七

人組成，負責審議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提供必要諮

詢以及評鑑過程所需資源

等。 

 

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一)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

育 中 心 自 我 評 鑑 辦

法，建議修改為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辦法。計畫

書及條文中相關文字

請配合一併修正。 

(二)「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自我評鑑辦法」

（建議更名「國立交通

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辦法」）第三條有關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

會」與「國立交通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

鑑施行細則」（建議更

名「國立交通大學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

則」）第二條之規範，

應一致。 

三、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3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

函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一)師資培育評鑑是評鑑師

資培育大學整體師資培

育的運作，不是師資培

育中心所屬單位的事務

而已。評鑑法規及計畫

書中之「本中心」用詞，

宜依前述觀念調整為適

當用詞。 

(二)新增權責之後的評鑑規

劃委員會相當於校級的

評鑑組織，其職責涉及

評鑑的所有重大決策。

校內委員包含師培中心

主任及人社院院長（師

培中心所屬一級單位主

管），校內外委員未明

訂比率，可能影響評鑑

的客觀性。宜明訂校外

委員比率，且宜居多

數。另應明訂師培中心



 39 

主任於本委員會審議申

復、實地訪評委員及觀

察委員名單及結果審定

時應迴避。 

第四條  為執行師資培育實地訪

評工作，本校籌組自我評鑑實

地訪評小組，成員含自我評鑑

委員及觀察員，由校外人士擔

任，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自我評鑑委員 

1. 自我評鑑委員至少為 5

人，召集人由委員推選

產生。 

2. 自我評鑑委員由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推薦 2 倍以

上名單，提請本校自我

評鑑規劃委員會審議後

提請校長聘任之；自我

評鑑委員任期與該次評

鑑期程一致。 

3. 自我評鑑委員應優先聘

任具師資培育學術及評

鑑專業資格、師資培育

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

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

員者，並得參考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評鑑人才庫公告之

專家學者。 

二、 觀察員 

1. 觀察員至少為 2 人。 

2. 觀察員由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推薦 2 倍以上名

單，提請本校自我評鑑

規劃委員會審議後提請

校長聘任之；自我評鑑

委員任期與該次評鑑期

程一致。 

3. 觀察員應優先聘任中學

現場優質行政主管及教

師（如師鐸獎、資深優

良教師）。     

第四條  為執行實地訪評工作，

本中心籌組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小組，成員含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由校外人士擔任，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 自我評鑑委員 

1. 自我評鑑委員以 5 人為

原則，召集人由委員推

選產生。 

2. 自我評鑑委員由本中心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

2 倍以上名單，提請本

校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主任委員選任之；自我

評鑑委員任期與該次評

鑑期程一致。 

3. 自我評鑑委員應優先聘

任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

之教師或擔任過師培評

鑑實地訪評委員。 

二、 觀察員 

1. 觀察員以 2人為原則。 

2. 觀察員由本中心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推薦 2 倍以

上名單，提請本校自我

評鑑規劃委員會主任委

員選任之；自我評鑑委

員任期與該次評鑑期程

一致。 

3. 觀察員應優先聘任中學

現場優質行政主管及教

師（如師鐸獎、資深優

良教師）。 

 

一、修正規定。 

二、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1 月 9 日

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一)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自我評鑑辦法，建

議修改為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辦法。計畫書及條

文中相關文字請配合一

併修正。 

(二)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之人數，應明確至少分

別為 5人及 2人。 

(三)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推薦名單，不宜僅經自

我評鑑規劃委員會主任

委員選任，宜經自我評

鑑規劃委員會審議。 

(四)自我評鑑委員之學術及

評鑑專業資格，應具體

列明。 

三、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年 3月 26日

高評字第1091000390號函委

員審查意見辦理: 

(一)師資培育評鑑是評鑑師

資培育大學整體師資培

育的運作，不是師資培

育中心所屬單位的事務

而已。評鑑法規及計畫

書中之「本中心」用詞，

宜依前述觀念調整為適

當用詞。 

(二)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之遴聘建議修正如下：

「由本中心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推薦 2 倍以上名

單，提請本校自我評鑑

規劃委員會審議後提請

校長聘任之」。 



 40 

(三)自我評鑑委員之專業資

格仍應更具體列明。 

第五條 本校辦理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所需經費係由學校相關經

費支應。 

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自我評鑑所

需經費係由學校相關經費支

應。 

一、修正規定。 

二、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年 1月 9日

高評字第 1091000024 號函

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國立交

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

評鑑辦法，建議修改為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辦法。計畫書

及條文中相關文字請配合

一併修正。 

三、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3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

函委員審查意見辦理:師資

培育評鑑是評鑑師資培育

大學整體師資培育的運

作，不是師資培育中心所屬

單位的事務而已。評鑑法規

及計畫書中之「本中心」用

詞，宜依前述觀念調整為適

當用詞。 

第六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項

目、時程及相關規定與工作，

依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

行細則」辦理。如本辦法有未

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自我評鑑項目、時程及

相關規定與工作，依本中心「自

我評鑑施行細則」辦理。如本

辦法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

定辦理。 

一、修正規定。 

二、修正理由同第一條。 

第七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之結果報教育部認定，並作為

本校師資培育發展與改進之依

據，同時提供本校資源分配與

調整、校務推展之重要參考。 

第七條  本中心自我評鑑之結果

報教育部認定，並作為本中心

發展與改進之依據，同時提供

本校資源分配與調整、校務推

展之重要參考。 

一、修正規定。 

二、修正理由同第一條。 

第八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

會議訂定，經院務會議、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

會議訂定，經院務會議、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經行

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 109 年 3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91000390 號

函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

及其施行細則，尚須提

行政會議通過。 

(二)「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辦法」訂定時由

校務會議審議，修訂時

卻由行政會議審議，宜

調整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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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修正草案 
 

 96.3.29 95學年度第9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訂定 

96.5.15 95學年度第2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10.16 102學年度第4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2.12.9 102學年度第2次教育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4.10 107學年度第12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5.8 107學年度第16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5.9 107學年度第17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5.17 107學年度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8.6.5 107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1.13 108學年度第7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2.14 108學年度第8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4.22 108學年度第10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7.13-7.16 108學年度第3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五條規定及大學評鑑辦法、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作業要點、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而訂定之，旨在提昇本校師資培育之教學品質及

檢討改善之參考。  

第二條 自我評鑑以每四至六年評鑑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第三條 為推動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本校分別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以及「自

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一、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專任教師以及行政人員共同組成，

負責擬定及執行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於評鑑完成後召開檢討會議，並擬定及執

行自我改善計畫等。 

二、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委員會成員包括教

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校內外專家學者等五至七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應

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提請校長敦聘之。負責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及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提供自我評鑑必要諮詢、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源、審議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復相關事宜、審議實地訪視評鑑委員與觀察員名單、審議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唯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於本委員會審議申復、實地

訪評委員及觀察委員名單及結果審定時應迴避。 

第四條 為執行師資培育實地訪評工作，本校籌組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小組，成員含自我評鑑

委員及觀察員，由校外人士擔任，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自我評鑑委員 

1. 自我評鑑委員至少為 5人，召集人由委員推選產生。 

2. 自我評鑑委員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 2 倍以上名單，提請本校自我評鑑規

劃委員會審議後提請校長聘任之；自我評鑑委員任期與該次評鑑期程一致。 

3. 自我評鑑委員應優先聘任具師資培育學術及評鑑專業資格、師資培育教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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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者，並得參考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評鑑人才庫公告之專家學者。 

二、 觀察員 

1. 觀察員至少為 2 人。 

2. 觀察員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 2 倍以上名單，提請本校自我評鑑規劃委員

會審議後提請校長聘任之；自我評鑑委員任期與該次評鑑期程一致。 

3. 觀察員應優先聘任中學現場優質行政主管及教師（如師鐸獎、資深優良教師）。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得參考教育部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所列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校辦理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所需經費係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第六條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項目、時程及相關規定與工作，依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

細則」辦理。如本辦法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結果報教育部認定，並作為本校師資培育發展與改進之依

據，同時提供本校資源分配與調整、校務推展之重要參考。 

第八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訂定，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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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草案逐條說明 
名稱 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 法規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辦法訂定之。 

本細則訂定目的。 

第二條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自我評鑑結

果報告書。 

二、提供自我評鑑必要諮詢。 

三、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源。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復相關事宜。 

五、審議實地訪視評鑑委員與觀察員名單。 

六、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明定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職責。 

第三條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職責如下： 

一、擬定及執行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擬定及執行自我改善計畫。 

三、定期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檢

核各工作小組工作進度。 

四、確定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源，如經費、

行政人力及資料取得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於評鑑辦理期

間，應參加校內外單位辦理之評鑑相關知

能研習，以提升評鑑作業品質。 

明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職責。 

第四條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職責如下： 

一、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

寫評鑑報告。 

二、觀察員於實地訪評時與評鑑委員一同

討論相關事宜，於委員撰寫報告前報

告所見所聞，但不參與撰寫評鑑報

告，其義務及責任包括:1.檢閱本校提

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於

待釐清時間可進行提問 5.撰寫觀察意

見書面紀錄。 

明定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職責。 

第五條  評鑑項目與指標參考教育部大學校

院師資培育評鑑指標研擬。自我評鑑之評

鑑項目包括：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明定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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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為執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得依

前項評鑑項目制定相關指標，並納入基本

指標及關鍵指標。 

第六條  評鑑工作項目與程序如下： 

一、第一階段：準備規劃階段 

(一)成立「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 

(二)「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分配

及辦理評鑑知能研習。 

(三)「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擬定「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經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審議

後，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進行審查。 

(四)獲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認定」後，再依審查建議

修正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後，函

送該會轉教育部備查。本校後續

即依照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之規

劃，完成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五)本校自我評鑑機制若經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為

「未獲認定」者，須於兩個月內

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我評鑑實施

計畫書，並連同簡報資料函送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再行審查，如再審查結果為「未

獲認定」，本校則回歸「師資培育

分年評鑑」。 

二、第二階段：自我評鑑實施階段 

(一)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 

(二)採用多種方法蒐集並整合分析辦

學資訊(含如何檢證資訊正確

性)，作為自我評鑑辦理參據。 

(三)撰寫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 

(四)遴聘適當的校外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 

三、第三階段：自我評鑑書面審查階段 

(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期限

內完成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及

附件資料送請自我評鑑委員進

行書面審閱。 

明定評鑑工作項目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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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委員應於期限內完成自

我評鑑書面審查，並將書面審查

結果(含改善建議)遞送本校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 

(三)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接獲

書面審查結果次日起 30 天內，

完成回應意見與改善計畫等相

關資料，提請本校自我評鑑規劃

委員會備查。 

四、第四階段：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一)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實地訪

評作業，應於接獲書面審查結果

次日起六個月內實施。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實地訪

評，流程包括業務簡報、資料檢

閱、設施參訪、與教師及行政人

員晤談、與學生/實習生晤談、綜

合座談、自我評鑑委員召開評鑑

委員會議、自我評鑑委員完成評

語表等。 

(三)評鑑委員採合議方式，對評鑑結

果達成共識，並綜合彙整所蒐集

之資料，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初

稿並提出待釐清問題，於當日送

交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召集會議，針對待釐

清問題進行說明。 

(四)「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得邀請評

鑑委員參與綜合座談，於待釐清

時間針對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所提

待釐清問題進行說明。 

(五)評鑑委員應於實地訪評結束前，

共同討論議決評鑑認可結果建議

案，並完成「評鑑評語表初稿」

送交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五、第五階段：自我評鑑結果階段 

(一)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其整體評

鑑結果的標準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與「未通過」。認定標準

如下: 

1.通過:  

(1)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

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2)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3)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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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條件通過: 

(1)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 

(2)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

過。 

(3)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4)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3.未通過: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

有條件通過。 

(二)「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若認為自

我評鑑報告書初稿有申復必要，

如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評鑑

評語表初稿不符事實及須針對要

求修正事項提供補充資料等，得

於接獲評鑑評語表次日起 14個工

作日內向「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提出，由「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寄送評鑑委員回覆，評鑑委員召

集人須於申復申請截止日後一日

起 25個工作日內回覆結果。申復

之處理，以一次為限。 

六、第六階段：改善追蹤階段 

(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收到評

鑑報告後，召開會議進行評鑑結

果總檢討，訂定自我改善計畫，

並完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經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審定

後，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審查。評鑑結果為「未

獲認定」者，「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須於兩個月內再依據審查意見修

正「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連同

簡報資料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金會再行審查，如再

審查結果為「未獲認定」，將回歸

分年評鑑方式辦理。評鑑結果為

「通過」者，評鑑結果認可有效

期間原則自該期第一次評鑑結果

公告日起算滿六年為止。 

(二)「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執行自我評

鑑改善計畫，並持續召開會議，

追蹤及檢核自我評鑑改善計畫的

達成情形。 

1.若整體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

過」，本校須提出評鑑評語表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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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善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接

受「追蹤評鑑」。「追蹤評鑑」

僅針對分項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及未通過之評鑑項目進行評

鑑。評鑑委員以原實地訪評委

員擔任為原則，人數至少 3人。

追蹤評鑑結果如仍未獲「通

過」，則須重複實施追蹤評鑑至

獲得「通過」為止。 

2.若整體評鑑結果為「未通過」，

本校須提出評鑑評語表自我改

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於自我改

善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接受

「再評鑑」。再評鑑作業針對所

有評鑑項目重新進行評鑑。評

鑑委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擔任

為原則，人數至少 4 人。再評

鑑結果如仍未獲「通過」，則須

重複實施再評鑑至獲得「通過」

為止。 

評鑑結果公告後一年內為自我

改善期間，其後本校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須填列自我評鑑改善

情形，送本校自我評鑑規劃委

員會追蹤管考。 

(三)評鑑結果(含自我評鑑報告書、自

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等)公開於本

校網頁。 

(四)評鑑結果將作為本校師資培育發

展與改進之依據，同時提供本校

資源分配與調整、校務推展之重

要參考。 

第七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

理。 

本細則相關規定依據。 

第八條  本細則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訂定，

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細則訂定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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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施行細則草案 

 108.4.19 107學年度第 13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108.5.8 107 學年度第 16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5.9 107 學年度第 17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1.13 108學年度第7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2.14 108學年度第8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4.22 108學年度第 10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9.7.13-7.16 108學年度第 3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書面審查通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二、提供自我評鑑必要諮詢。 

三、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源。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申復相關事宜。 

五、審議實地訪視評鑑委員與觀察員名單。 

六、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第三條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職責如下： 

一、擬定及執行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擬定及執行自我改善計畫。 

三、定期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檢核各工作小組工作進度。 

四、確定自我評鑑過程所需資源，如經費、行政人力及資料取得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於評鑑辦理期間，應參加校內外單位辦理之評鑑相關知能研

習，以提升評鑑作業品質。 

第四條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職責如下： 

一、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二、觀察員於實地訪評時與評鑑委員一同討論相關事宜，於委員撰寫報告前報告所

見所聞，但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及責任包括:1.檢閱本校提供之文件 2.

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4.於待釐清時間可進

行提問 5.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第五條 評鑑項目與指標參考教育部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指標研擬。   

   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包括：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為執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得依前項評鑑項目制定相關指標，並納入基本指標

及關鍵指標。 

第六條 評鑑工作項目與程序如下： 

一、第一階段：準備規劃階段 

（一） 成立「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二）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分配及辦理評鑑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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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擬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經「自我

評鑑規劃委員會」審議後，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進行審

查。 

（四） 獲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認定」後，再依審查建議修正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後，函送該會轉教育部備查。本校後續即依照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書之規劃，完成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五） 本校自我評鑑機制若經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評為「未獲認

定」者，須於兩個月內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並連同

簡報資料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再行審查，如再審查結

果為「未獲認定」，本校則回歸「師資培育分年評鑑」。 

二、第二階段：自我評鑑實施階段 

（一） 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 採用多種方法蒐集並整合分析辦學資訊(含如何檢證資訊正確性)，作為

自我評鑑辦理參據。 

（三） 撰寫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 

（四） 遴聘適當的校外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三、第三階段：自我評鑑書面審查階段 

（一）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期限內完成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及附件資料

送請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二） 自我評鑑委員應於期限內完成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並將書面審查結果

(含改善建議)遞送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三） 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接獲書面審查結果次日起 30天內，完成回

應意見與改善計畫等相關資料，提請本校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備查。 

四、第四階段：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一）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應於接獲書面審查結果次日起

六個月內實施。 

（二）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實地訪評，流程包括業務簡報、資料檢閱、設施

參訪、與教師及行政人員晤談、與學生/實習生晤談、綜合座談、自我

評鑑委員召開評鑑委員會議、自我評鑑委員完成評語表等。 

（三） 評鑑委員採合議方式，對評鑑結果達成共識，並綜合彙整所蒐集之資

料，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並提出待釐清問題，於當日送交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會議，針對待釐清問題進行說明。 

（四）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得邀請評鑑委員參與綜合座談，於待釐清時間針

對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所提待釐清問題進行說明。 

（五） 評鑑委員應於實地訪評結束前，共同討論議決評鑑認可結果建議案，並

完成「評鑑評語表初稿」送交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 

五、第五階段：自我評鑑結果階段 

（一） 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其整體評鑑結果的標準為「通過」、「有條件通過」

與「未通過」。認定標準如下: 

1. 通過:  

(1) 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2) 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3) 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2. 有條件通過: 

(1) 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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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過。 

(3) 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4) 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3. 未通過: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二）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若認為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有申復必要，如實地

訪評過程違反程序、評鑑評語表初稿不符事實及須針對要求修正事項提

供補充資料等，得於接獲評鑑評語表次日起 14 個工作日內向「自我評

鑑規劃委員會」提出，由「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寄送評鑑委員回覆，

評鑑委員召集人須於申復申請截止日後一日起 25 個工作日內回覆結

果。申復之處理，以一次為限。 

六、第六階段：改善追蹤階段 

（一）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應於收到評鑑報告後，召開會議進行評鑑結果總

檢討，訂定自我改善計畫，並完成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經「自我評鑑

規劃委員會」審定後，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審查。評鑑

結果為「未獲認定」者，「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須於兩個月內再依據審

查意見修正「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連同簡報資料函送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再行審查，如再審查結果為「未獲認定」，將回歸

分年評鑑方式辦理。評鑑結果為「通過」者，評鑑結果認可有效期間原

則自該期第一次評鑑結果公告日起算滿六年為止。 

（二）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執行自我評鑑改善計畫，並持續召開會議，追蹤

及檢核自我評鑑改善計畫的達成情形。 

1. 若整體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本校須提出評鑑評語表自我改

善計畫與執行成果，於自我改善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接受「追蹤評

鑑」。「追蹤評鑑」僅針對分項結果為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之評鑑

項目進行評鑑。評鑑委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擔任為原則，人數至少3

人。追蹤評鑑結果如仍未獲「通過」，則須重複實施追蹤評鑑至獲

得「通過」為止。 

2. 若整體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本校須提出評鑑評語表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於自我改善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接受「再評鑑」。

再評鑑作業針對所有評鑑項目重新進行評鑑。評鑑委員以原實地訪

評委員擔任為原則，人數至少4人。再評鑑結果如仍未獲「通過」，

則須重複實施再評鑑至獲得「通過」為止。 

評鑑結果公告後一年內為自我改善期間，其後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須

填列自我評鑑改善情形，送本校自我評鑑規劃委員會追蹤管考。 

（三） 評鑑結果(含自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等)公開於本校網

頁。 

（四） 評鑑結果將作為本校師資培育發展與改進之依據，同時提供本校資源分

配與調整、校務推展之重要參考。 

第七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細則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訂定，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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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與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立協議人 
國立交通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乙雙方為促進産學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合聘師資、研究發展

等方面進行交流，故特立本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協議書」），確認並同意如

下條款： 

第一條 學術交流合作項目 

一、雙方之研究人員、教師、學生互訪。 

二、共同推動研究及教學活動。 

三、共同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專題研究。 

第二條 合聘研究人員 

一、 合聘人員，其待遇、福利、保險及退休等，依乙方之規定辦理。甲

方得依校內規定支給差旅費或鐘點費。 

二、 合聘人員，得在合聘期間使用甲方研究設施並參與學術活動。除雙

方合作成立之非屬甲方編制單位外，合聘人員不得參與甲方學術政

策、預算支配及人事問題或行政工作(含主管)。 

三、 合聘人員在合聘期間所發表有關第四條產學合作合約專案範圍內之

研究成果報告及論文，須註明其為甲方合聘單位之合聘教師。 

四、 如合聘人員於合聘期間內自乙方離職，合聘契約之效力將至離職前

一日自動終止，乙方應於知悉合聘人員之離職日起三日內通知甲方

之合聘單位。 

第三條 研究合作範圍 

一、合作進行研究計畫。 

二、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三、進行雙方同意之資源共享計畫。 

第四條 合作交流之實踐 

雙方合作如果涉及產學研究合作、專題研究合作等，依甲方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及相關法令另行簽訂產學合作合約。 

第五條 合作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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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書經雙方代表簽署後，自相關作業辦法與程序通過後始為生效，

期限為二年，雙方得另簽書面協議展延之。甲方擔保本協議書效力不受

併校作業或結果而有所影響。 

第六條 雙方因本協議書而取得他方之機密資料，均應嚴守保密義務。除雙方另

行簽訂保密契約而對保密義務期間有更長約定外，雙方之保密義務於本

協議書屆滿或終止後三年內仍持續有效。 

第七條 本協議書正本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甲方：國立交通大學    

代表人：陳信宏代理校長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乙方：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焦佑鈞董事長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一路 8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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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與企業合聘教師試行要點 

 
108年 10月 5日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 108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會議暨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11月 13日本校 10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次會議核備 

一、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與國內外具高研發能力之企業，為進

行產學合作事宜，提昇本院研發技術與教學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國內外合作企業須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十億元以上，具研發創新發展及產業技

術前瞻突破績效與競爭力。 

三、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包括以下各項： 

(一)產學研究合作。 

(二)圖書儀器設備之互用。 

(三)專題研究之合作。 

(四)研究生論文之共同指導。 

(五)課程之開授。 

(六)其他有關學術合作事項。 

四、本院得依據本準則擬定與國內企業之合作約定，明定詳細合作內容及權利義

務，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訂合作契約。 

本院得與境外企業簽署合作契約之規定，由國際事務處另訂之。 

前二項合作契約，必要時得由研究發展處及國際事務處訂定範例，以為本院

參據。 

五、本院得合聘企業研發人員為本院合聘教師，其資格比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教師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院合聘企業研發人員程序如下： 

(一)初聘：由系(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提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 

(二)續聘：經系(所)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

意後辦理。 

合聘人員得由本校依合作內容核發合聘教師聘書，合聘人員聘期每次最長

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七、合聘人員，其待遇、福利、保險及退休等，由其原職企業之規定辦理。他

方得依規定支給差旅費或鐘點費。 

八、合聘人員，得在本院使用其研究設施並參與學術活動。 

九、合聘教師在合聘期間所發表之研究成果報告及論文，須註明其為本院之合

聘教師。 

十、本要點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試行二年後檢討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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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與企業合聘教師合作準則 

109.06.17  108學年度第 8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109.07.17  108學年度第 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院系所及教學單位與國內具高研發能力之企業，為

合聘企業優秀研發人員為本校合聘教師，以進行產學合作事宜，提昇本校研發技術與

教學效能，特訂定本準則。 

二、 國內合作企業須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十億元以上，具研發創新發展及產業技術前瞻突破

績效與競爭力。 

三、 本準則所稱產學合作，包括以下各項： 

（一） 產學研究合作。 

（二） 圖書儀器設備之互用。 

（三） 專題研究之合作。 

（四） 研究生論文之共同指導。 

（五） 課程之開授。 

（六） 其他有關學術合作事項。 

四、 本校各院系所及教學單位應依據本準則擬定與國內企業之合作約定，明定詳細合作內

容及權利義務，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訂合作契約。 

五、 依本準則合聘之教師，其資格比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辦理。惟合聘

教師是否具有利益衝突及迴避事項，由聘任單位審慎確認並納入審查。 

六、 本校合聘企業研發人員其初聘須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續聘經系(所)、院教評會通

過，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 

前項合聘教師得由本校依合作內容核發合聘教師聘書，聘期每次最長為二年，期滿得

續聘。合聘期間於原職企業離職者，合聘契約至離職前一日止，合聘企業並應於知悉

之日起三日內通知本校合聘單位。 

七、 合聘教師，其待遇、福利、保險及退休等，依其原職企業之規定辦理。本校得依規定

支給差旅費或鐘點費。 

合聘教師，得在合聘期間使用本校研究設施並參與學術活動。除與企業合作成立之非

屬本校編制單位外，不得參與其學術政策、預算支配及人事問題或行政工作（含主管）。 

八、 依本準則合聘之教師，本校不代為辦理申請教育部教師資格證書。 

九、 合聘教師在合聘期間與本校合作發表之研究成果及論文，須於作者欄註明其為本校之

合聘教師。 

十、 本準則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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